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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國一數學學習狀況之研究 校（院）系所組別：輔仁大學應用

統計研究所在職專班 研究生：魏瑞男 指導教授：黃登源博士 論文頁

數：80 頁 關鍵字：數學焦慮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旨在瞭解影響

國一數學成績表現之因素，以桃園縣立凌雲國中一年級學生為調查對



象。研究工具包括基本資料調查表、數學學習態度問卷及研究者自編的

國中一年級「數學學習測驗」。本研究之研究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 影

響國一學生數學成績表現的主要因素為：「有無數學焦慮」及「平均每

天複習數學時數」。 二、 現階段國一學生依照數學學習態度可區分為

「排斥隨性型」及「接受認真型」兩型。 三、 影響「排斥隨性型」學生

數學成績表現的主要原因為：「性別」、「父親教育程度」、「平均每

天複習數學時數」、「有無數學焦慮」。 四、 影響「接受認真型」學生

數學成績表現的主要原因為：「母親教育程度」、「父親教育程度」、

「平均每天複習數學時數」、「有無數學焦慮」。  

摘要

(英) 

Title of Thesis：On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for first grade student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Name of Institute：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Statistics, College of 

Manage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ame of Student：Wei Rei-Nan 

Advisor：Huang Deng-Yuan Total Pages：80 Key Words：The mathematics 

anxiety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tudy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for the first grade stud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clude the first grad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ationwide in Taiwan.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earch tools applied 

are: the demographic survey,mathematics anxiety scale , and the "test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made by researcher himself.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major factors to affect the first grade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study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are "whether students have 

mathematics anxiety or not " and "the average time of reviewing mathematics 

every day ". (2) At present , based on Mathematics anxiety scale , the first grade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can divide into two types: (I) resist and not mind (II) accept 

and wroking hard . (3) In the resist and not mind type , sex , father's education 

background, the average time of reviewing mathematics every day, and whether 

students have mathematics anxiety or not are the major factors to affect the first 

grade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study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 (4) In the 

accept and wroking hard type, father's education background , mather's education 

background, the average time of reviewing mathematics every day, and whether 

students have mathematics anxiety or not are the factors to affect the first grade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study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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